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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二二二二○○○○一四一四一四一四////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七七七七屆屆屆屆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會會會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四十分至四時 

地點: 香港北角馬寶道金龍大酒樓 

出席者: 陳振威先生 主席 

 譚錦泉先生 副主席 

 朱廣鴻先生  司庫 

 李煥華先生 助理司庫 

 盧應權先生  秘書(會議記錄者) 

 蔡就生先生 助理秘書 

 徐威俊先生  康樂主任 

 黃大勤先生 助理康樂主任  

 張仔先生 委員 

 陳煜榮先生 委員 

 梁亦尊先生  委員 

 譚金球先生 委員 

 黃衍先生  委員 

    
 會議事項會議事項會議事項會議事項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1.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上次上次上次上次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委員會通過二○一五年二月十四日之第四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2.1 財務報告【上次會議記錄 2.1項】  
  司庫報告 2015 年 2 月份內收入$29,300.00，支出          

$4,172.50，至該月底結存如下：  

司庫 

   支票戶口：              $378,094.32  
   現金：    $1.40  
   定期存款： $1,000,000.00  
   總數： $1,378,095.72  
    
 2.2 福利探訪 【上次會議記錄 2.2項】  
  副主席於今年 2月 23日家訪會員林筍悠，而委員梁亦尊

於今年 3月 20日到屯門醫院探望會員姚載仁。 
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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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2.3 致電慰問會員 【上次會議記錄 2.3項】  
  助理康樂主任致電慰問下列住院會員之家人- 福利組 
  日期 會員 聯絡家人  
  2月 15日 伍研機 兒子  
  3月 18日 香藉康 女兒  
    
 2.4 香港各紀律部隊退休人員協會聯席座談會【上次會議記錄 2.4項】    
  正、副主席於 2015年 3月 4日(星期三) 下午代表協會

出席在紀律部隊人員康樂中心舉行之上述第 31 次座談

會，主席匯報會議主要聯會討論事項如下： 

 

  2.4.1 議決批准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

僚聯會欲加入聯席會議 
 

   經投票，以 6對 1否決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

人暨退役同僚聯會加入聯席會議。 
 

  2.4.2 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面  
   每退休人員協會將派一名代表於 4 月 21日(星期

二)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GBS, JP會
面。 

 

  2.4.3 百樂酒店自助餐優惠協會會員  
   透過聯會義務秘書方正中先生安排，本協會將申

請百樂酒店自助餐優惠，獲准後，將以會訊和放

上協會網頁通告會員。 

 

  2.4.4 下次會議 
下次會期為 2015年 5月 6日(星期三)在紀律部隊

人員康樂中心舉行，正、副主席、委員張仔、譚

金球及黄衍將代表協會出席。 

 
主席 

副主席 

    
 2.5 2015年新春聯歡晚宴暨委員就職典禮【上次會議記錄 2.5項】 
  於 3月 3日(星期二)在倫敦大酒樓五樓舉行之 2015年新

春聯歡晚宴暨第七屆委員就職典禮已完滿結束，是晚筵

開 36席，獲大致好評。司庫報告收支如下： 

 

  (a) 支出 $116,961.40  
  (b) 席費 $56,600.00  
  (c) 會長及嘉賓贊助 $50,600.00  
  (d) 協會補貼 (d) = (a) – (b) – (c) $ 9,761.40  
    
 2.6 部門義工 - 海關總部大樓導賞員 【上次會議記錄 2.6項】 
  由本協會担任之「海關總部大樓導賞員」義務工作已於

今年 3月正式開始。此項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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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2.7 春季旅行【上次會議記錄 2.7項】  
  原定於今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 由愛遊假期舉辦之「潮

州、汕頭三天團」，因甲型流感爆發及大陸續有禽流感個

案，故押後至 6 月 1 日(星期一) 才舉行，團費$1,100，
而是次收費如下： 

康樂主任 

秘書 

  (1) 會員/配偶  : $950  
  (2) 聯繫會員/配偶 : $1,050  
  (3) 其他人士  : $1,100  
  協會將於 4月 15日發通告給各會員。  
    
 2.8 繳交 2015-2016 會費通知書【上次會議記錄 2.8項】  
  到 5 月 3 日限期還未繳交會費之會員，其會籍將被暫

停，而不再作另行通知。此項作結。 

司庫 

    
 2.9 訂製協會襟章 【上次會議記錄 2.9項】  
  助理康樂主任匯報訂製協會襟章一千個已收妥，待日後

派發給每一位會員、會長或協會友好，作為紀念品。此
項作結。 

助理 

康樂主任 

    
 2.10 本地一天遊 【上次會議記錄 3.1項】  
  議決於今年 5月 18日(星期一) 舉行由《運通假期》舉辦

之本地一天歡聚樂悠遊 -「蓬瀛仙館清新齋宴樂逍遙」，

團費$138，只接受會員和配偶參加，每位收費$120。預

訂 3輛旅遊車共 144位。協會將於 4月 15日與上述 2.7
項春季旅行一同發通告給各會員。 

助理 

康樂主任 

秘書 

    
3. 新議新議新議新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3.1 電郵通訊  
  在去年周年會員大會上，有會員建議用電郵出通告和

WhatsApp出短訊給會員，以節省印刷費和郵費之開支。

本會已於今年 2 月 9 日之會訊上向各會員諮詢，結果至

3 月 28 日只獲 16 位會員回條，其中有三位沒有提供電

郵地址，只能用 WhatsApp收取訊息。經商討，由於回

覆人數只有 16位，佔 539位會員 2.97%，故議決暫緩執

行此建議。主席將在下次會訊上向會員匯報。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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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4. 其他事項  
 4.1 會所之餐飲承辦商慶祝 4周年聯歡晚會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會所之餐飲承辦商 - 「金舫餐飲有

限公司」將於 2015年 4月 25日(星期六) 舉行上述之晚
會，會員優惠價每席為$3,988。主席建議藉此機會招待
本會名譽會長，邀請他們和其配偶出席共聚。與會者贊
同，主席將聯絡各會長，待定出席人數後才向會所訂枱。 

 
 
 

主席 

    
5.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5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下午三時半在香

港北角馬寶道金龍大酒樓舉行。助理秘書將邀請核數小組成員

出席。 
 

委員會 

助理秘書 

 
 
 
 

秘書：盧應權  主席：陳振威 
 
2015年 3月 31日 


